
11 月 20 日 

11 月 20 日 要全心信靠〔全文：馬可福音九 14－29〕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九 28－29            

            《馬可福音》的上文記載了數次耶穌醫病及趕鬼的故事，絕大部份事件的結束，都只

是記載著群眾的反應，然而，當九 14－27 所記的這一位被「啞巴鬼附著」的「兒子」被醫治

後，卻特別地記下了耶穌在「屋子」裡向門徒的講話。因此，福音書作者大概要我們明白的，

並不僅僅是神蹟奇事的本身，卻是耶穌對門徒的教導。 

            關於這位被醫治的「兒子」，若從故事的角度而言，與馬可上文所記的各個神蹟事件

也許沒有太大特別之處。只是，重點看來在於其父親的一番說話：「…… 我請過你的門徒把

鬼趕出去，他們卻是不能。」（18）試想，自從六 7 記載耶穌差遣門徒，並給予他們權柄醫

病趕鬼之後，福音書並未有記載任何門徒失敗的經歷。耶穌如何回應這位父親，他說：「噯！

不信的世代啊，我在你們這裡要到幾時呢？我忍耐你們要到幾時呢？把他帶到我這裡來吧。」

（19）問題是，到底耶穌所指這世代的「不信」是誰？表面上看似是指孩子的父親，然而，

從福音書整體而言，又可指向文士與當時候的宗教領袖，但更有趣的，也許是指向「門徒」。

事實上。從馬可一直的記載 ── 門徒的不明白，也許可以證實了這一點。 

            若是如此，如何理解門徒的「不信」？ 

            在馬可的敍述中，鉅細靡遺地將這位兒子被醫治的過程記下來，但關鍵在哪裡？也許

在於耶穌的一句：「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23）要了解耶穌這句說話，或者

我們要從 22 節開始。新漢語譯本將 22、23 譯作： 

「那靈常常把他扔進火裡水裡，要把他弄死。如果你能做甚麼，就請你憐憫我們，幫助我們吧！ 

耶穌對他說：「『如果你能』？對於信的人，一切都能。」 

由此看來，耶穌的一句「如果你能」正好回應上文這位父親的「如果你能」，這是甚麼意思？

耶穌要這位父親明白：對於一切願意相信的人而言、「凡事都能」！因此，問題並不在於「能

不能」、乃在乎「信不信」── 相信上帝的人，必定能經歷上帝大能的。 

若是如此，我們就明白門徒的「不能」，也許因為他們的「不信」呢！毋怪乎，耶穌在屋內要

向他們講話。只是，按照上文故事的發展看來，門徒的「不能」並不是因為他們沒有祈禱，而

耶穌亦並非只要求門徒學習禱告。門徒的問題，乃在於他們沒有對自己倚靠的上帝存在足夠的

「相信」，以至他們在醫病趕鬼的過程裡，過份依靠著自己的能力和經驗。因此，耶穌要他們

明白：不是倚靠自己的力量，乃是全然地對上帝的相信。  

反      省 

         信主日子越久，我們也許累積了不少經驗，同時亦掌握了許許多多事奉的技巧與能力，

只是，門徒的經歷提醒我們：要全心靠主！事實上，經驗與能力都並非甚麼確實的保障，唯獨

我們相信上帝乃是成就事情之主，才能真正見證上帝的大能。讓我們在事奉的過程中，不見自

己、只見基督！ 

 

 



11 月 21 日 

11 月 21 日 門徒的「不明白、不敢問、不作聲」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九 30－37 

            

            《馬可福音》九 30－32 記載了耶穌第二次預言自己受難的講話。第一次（八

30－33）預言受難的記載裡，帶來了彼得強烈的回應，以致耶穌要「責備」彼得。這

一次預言的結果，聖經記載門徒是「不明白」、又「不敢問」的（32）。有新約學者

指出，門徒的「不敢問」，真相其實是對耶穌的「不同意」。何以這樣說？ 

            按馬可的記載可見，門徒自跟從耶穌起，他們向來勇於向耶穌尋根究底、問過

明白的（參：四 10，七 17，九 11），因此，門徒在這裡的「不敢問」，大概難以理

解為因為他們的「不明白」、以致羞於向耶穌查問。而事實上，自八 27 起，不管是門

徒對於耶穌的身份、抑或耶穌第一次預言受難，以至在山上改變形象的經歷，甚至對

那位被「啞巴鬼」附著的孩子得醫治的經歷，明顯可見耶穌與門徒之間的想法有相當

的距離，因此，門徒這裡的「不敢問」，也許源於他們一直以來對耶穌的「不同意」、

甚至拒絕耶穌的教導。 

            這樣的解釋亦有助我們理解九 33－37 門徒「爭論誰為大」一事。由於門徒與

耶穌的想法越走越遠，因此，九 33－37 便清楚顯示了他們的心思意念已經朝向另一

方向而走。由此看來，門徒「不作聲」也許源於他們心底裡面知道自己所行的，與對

耶穌一直以來的教導相距甚遠。事實上，他們的「不作聲」，正好顯示出他們對耶穌

的教導並非一無所知，只是，他們沒有選擇聽從而已。 

            耶穌看出他們的心思意念，因此，他以「接待小孩子」來教導門徒。 

            對當時候的社會而言，「小孩子」往往是被邊緣化的、是脆弱無助的，也是最

無能為力、無人理會的代表（與今天大部份家庭對「小孩子」的觀念相當不同）。有

新約學者指出，耶穌對門徒的教導，並不僅僅是對弱者關懷的付出，更重要的，乃是

基督論與國度倫理的實踐。事實上，耶穌對門徒的教導，充份地顛覆了當時候社會上

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階級心態，以至門徒要認真地思考作「門徒」的真正意義，並

且這「福音」如何能真真實實地走進社會、改變生命。 

  

反      省 

         一個簡單的反省：我們有否像門徒一樣，與耶穌的教導越走越遠？我們的事奉心

態，會否也像門徒一樣，只在乎「為大」、卻並非單純地為著福音、並見證耶穌？ 

 

 



11 月 22 日 

11 月 22 日 耶穌為小孩祝福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十 13－16 

            

            這是一段相當有趣的經文，試想，九 33－37 記載著門徒「爭論誰為大」，而

耶穌卻以「接待小孩子」如同「接待他」、並「接待那差他來的」來回應門徒。到底

門徒有否從耶穌教訓裡學到其中的道理？福音書的作者並沒有記載下來。然而，來到

十 13－16 這裡，「小孩子」再次出現，而門徒的反應卻仍然令耶穌失望的。 

        新約時代，小孩子的地位是卑微的、也是不被重視的，因此，從這角度而言，門

徒對於那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的人的責備也許是合理的，因為「小孩子」既沒有社會

地位、也不見得有甚麼貢獻，他們並不配得在這場合出現在耶穌面前的。 

            門徒對「那些人」的責備，顯出他們沒有得著從耶穌而來的教訓（九 37），

同時，又違背了耶穌對於生命的價值、並對於軟弱者的需要為己任的看重。毋怪乎，

馬可記載了耶穌「惱怒」他們，因為他們所拒絕的，正是上帝國度所看重的人（14）。

然而，我們應如何理解「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 

            按著當時候耶穌所行、並對門徒所講的，絕非當時候社會上一貫的價值；換言

之，上帝的國度並非以地位、身份、背景等作為接受的條件。有新約學者指出，小孩

子既無可誇、亦無所恃，也沒有甚麼可依仗的勢力，更沒有可以顯於人前的豐功偉績，

因此，他們只能相信和依靠成年人。而「像小孩子」的人，也正好就是那些沒有甚麼

可依賴的憑藉，唯獨毫無懷疑地信靠上帝，並全心全意地跟從 ── 在神國的，正是這

樣的人！ 

            第 16 節記載了耶穌為小孩子祝福，試想，從前被拒諸門外的，現在，卻被耶

穌擁抱在懷裡，這是多大的福氣呢！ 

  

  

反      省 

         我們有否這「小孩子」的心？許多時候，我們的年資、經驗，並個人的能力，使

我們不再像「小孩子」，也失去了這份「小孩子」的心。昔日，門徒如是，今天，也

許我們也是如此。求上帝幫助我們，認知自己既無可自恃、也無可自誇的，卻只有全

心順服並信靠這位拯救我們的主。 

 

 



11 月 23 日 

11 月 23 日 進入永生的阻攔〔全文：馬可福音十 17－27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十 17－22 

            

            有關「財主尋求永生」的記載，符類福音均有記述。《馬可福音》的上文剛好

談論到「小孩子」的一無所有，福音書作者在這裡則記載了一位甚麼都有的財主與耶

穌對話的經歷，正好突顯出上帝國度的倫理和價值與當時候世俗社會標準之迥異。 

            第 17 節裡，馬可用了「跑來」、「跪在」這兩個詞描述財主向耶穌問道的動

機，並且，他甚至稱呼耶穌為「良善的夫子」，在在可見，這位財主是真誠的、也是

渴求尋著耶穌的態度，絕非當時候的宗教領袖一般之虛偽、亦不在於要像法利賽人般

試探耶穌。 

            馬可記載了耶穌與這位財主的對話，其中第 19 節固然標示了十誡中第 6－10

誡的內容，只是，新約學者甚至指出，第 18 節裡耶穌說「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沒有良

善的」一語，同時假定了這人對於首 4 誡同樣持守的態度。若是如此，值得思想的是，

這位財主的問題在哪裡？ 

            當耶穌指示他，「去」「變賣」他一切所有、「分」給窮人，並且「跟從」耶

穌之時，四個命令語態動詞的背後，有新約學者就指出，耶穌要財主明白到，所謂的

「永生」，並不僅僅是個人與上帝的關係，更在乎我們在上帝國度的憧憬下與他者的

關係。事實上，從耶穌對門徒有關「接待小孩子」（九 37）的命令、到他「為小孩子

祝福」（十 16），以至這裡所講的「變賣所有的分給窮人」，耶穌所強調的從來並不

單單只在乎個人在信仰上的嚮往。（這正好與門徒在山上那種「我們在這裡真好」的

心態成為了相互的對比） 

            聖經記載，財主的「臉上就變了色，憂憂愁愁地走了，因為他的產業很多。」

這確實令我們疑惑的，何解「產業多」成為了他進到永生的障礙？也許下文十 24 耶穌

對門徒的教導可以給予我們清楚的解說。 

            和合本修訂版將十 24 耶穌向門徒的講話如此翻譯：「孩子們，要進神的國是

何等的難哪！」這裡刪去了原來和合本「倚靠錢財的人」；換言之，耶穌要指出，進

入上帝的國本身已經是一件相當不容易的事情。在耶穌繼續的講話裡，他指出，人惟

獨「撇下一切」（29－30）才能夠「在來世得永生」（30，和合本修訂版）。由此看

來，並不僅僅「錢財」成為進入永生的攔阻，事實上，只要我們將任何其他條件視作

錢財般重要的，這些都使我們難以進入永生。 

  

反      省 

         我們是那位沒有甚麼可以自恃的「小孩子」，抑或，我們其實是「財主」（擁抱

著一些或許比「永生」更重要的東西）？這到底是甚麼呢？ 



11 月 24 日 

11 月 24 日 瞎子得看見的意義（十 46－52）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十 46－52 

            

            這一段落記載了耶穌進入耶路撒冷前，耶穌在「路上」最後的一個經歷，然而，

這也是一個甚有意思的經歷。試想，從敍述者的角度而言，門徒一直跟從耶穌，但馬

可卻告訴我們，門徒不單只仍然是不明白，甚至他們許多的行動都與耶穌所教導的相

距甚遠。不過，在這最後的一段路程上，馬可卻將刻下這位身份卑微的討飯者、瞎子

巴底買得「看見」（51）的經歷記下來。 

            十 47 有一特別之處：既然這位瞎子「聽見」是「拿撒勒的耶穌」，何以他卻

呼喊耶穌為「大衛的子孫」？事實上，相對於另外兩卷符類福音，馬可其實並不傾向

強調耶穌為「大衛的子孫」的身份。然而，若按福音書一直以來的敍述，這瞎子對耶

穌「大衛的子孫」的呼喊其實饒有意義。何以這樣說？ 

            對比那些衝著耶穌而來的宗教領袖，這位瞎眼的卑微討飯者認出了耶穌；相對

於一直跟從耶穌的門徒，這位沒有可自恃的瞎子從他的「聽見」裡就能辨認出耶穌的

身份，這也許是馬可筆下的一個強烈的對比，但同時亦是一個非常大的諷刺。透過這

位瞎子被醫治的經歷，福音書的作者正好是要諷刺那些一直「在路上」跟從耶穌的人，

他們從來沒有真正地認出耶穌。而這故事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甚麼？從故事的起始，

這位瞎子只是「坐在路旁」，但故事的終結，他卻能夠「在路上跟隨耶穌」，並且他

是耶穌所醫治過的許多人中，唯一一位被記下名字的。由此看來，在這朝向耶路撒冷

的路上，馬可以瞎子得醫治的故事作結，確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提醒。 

  

反        省 

        在我們跟從耶穌的「路上」有否好像門徒一樣，沒有徹底明白耶穌和他的教導？

也許當我們對那些宗教領袖的「不信」予以批判的時候，其實門徒亦不見得對耶穌有

一份完全的相信。福音書作者將宗教領袖、門徒，並這位瞎子巴底買陳列在我們的面

前，到底我們是誰？ 

 

  



11 月 25 日 

11 月 25 日 耶穌光榮地進入耶路撒冷（十一 1－11）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十一 1－11 

            

            「主騎驢進耶路撒冷」這一幕是四卷福音書共同的記載，其重要性實在是不言

而喻的。馬可筆下的這一幕，有幾個相當重要的片段： 

第 1 節所記下的幾個地名：「伯法其」、「伯大尼」和「橄欖山」均與耶路撒冷相當

接近，其中，「橄欖山」更是猶太人信仰傳統中，上帝介入他們群體的地方（參：亞

十四 4。透過這樣的記載，馬可並不僅僅要交待耶穌等人的行程路線，更重要的，乃

是越臨近耶路撒冷，上帝亦越是介入在其中。 

我們應如何理解耶穌命門徒將驢「解開」、「牽來」（2）這一舉動？只是，第 3 節耶

穌的一句「主要用牠」，到第 6 節門徒果真如此向「站著的人」（5）交待，而他們就

「任憑他們（門徒）牽去」。有新約學者指出，「主」並不僅僅指向耶穌，更重要是

指向「上帝」。 

第 7、8 節描述門徒將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而許多人又把衣服「鋪在路上」，也

有人把田間的樹枝「砍下來、鋪在路上」。有新約學者指出，這一連串的行動，正好

象徵著門徒為耶穌「鋪墊王座」、百姓「為君王預備道路」。那「前行後隨」的人所

呼喊的「和撒那」（9）乃是向上帝呼求拯救的意思。群眾這呼求源自《詩篇》118：

25－26，只是，這彌賽亞式的盼望與呼求，到底又是否與他們所期盼和等待的彌賽亞

相符合呢？ 

            這三方面的記載有何重要性？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的榮耀，對比之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也許是另一個福

音書作者要我們見到的對比，同時，亦印證了耶穌受洗時天上有聲音說：「你是我的

愛子，我喜悅你」（一 11）所承載的，既是「榮耀」、也是「受苦」之路的描述。只

是，當時候到底又有誰會明白耶穌即將要走上十字架呢？ 

  

反        省 

            我們呢？作為耶穌的跟隨者，會否好像群眾一般，只見到「榮耀」、卻沒有想

過「受苦」呢？耶穌所說「背起十字架」（八 34）對我們而言，有甚麼重要性呢？我

們這「十字架」是甚麼？如何能真真正正地背起它呢？ 

 

 

 

 



11 月 26 日 

11 月 26 日 耶穌潔淨聖殿（十一 15－19） 

作者：黄天逸 

馬可福音十一 15－19 

            

            「潔淨聖殿」的行動，與耶穌騎驢進城一樣，都是四卷福音書共同的記載，由

此看來，這是福音書作者一致認定重要的歷史事件。按十一 11 記載，耶穌進城後，便

獨自「入了聖殿、周圍看了各樣物件」，之後就與門徒出城往伯大尼去。馬可當時候

並未將耶穌在聖殿所見到的事情記下來，而到了十一 15－19 的段落，當耶穌再次進

入聖殿後，便發生了「潔淨聖殿」事件。 

            事件發生在「聖殿」，只是，我們要留心，這並非指「聖所」，而是當時候任

何人都可以進入的「外邦人院」，而這裡也是買賣祭品和兌換銀錢的地方。事實上，

兌換銀錢是重要的，因為可以讓百姓免於用那刻有該撒雕像的錢幣作敬拜用，又可讓

大多數的窮人有能力可以買那相對便宜的「鴿子」作祭品。換言之，這類商業活動可

以說是當時候前往聖殿獻祭和敬拜所必須的。 

聖經作者並未有記載耶穌對聖殿裡作買賣的人有任何私下的勸告，那麼，到底這裡發

生甚麼事以致耶穌要如此行？ 

根據《猶太古史》記載，希律王建殿的目的在於宣揚自己的威名與權力，因此，聖殿

表面上是敬拜上帝的地方，但實際上，卻是為著榮耀希律而來；讚美上帝同時，亦讚

美希律王。毋怪乎，希律所擴建的聖殿，其規模還要比以色列人回歸後所建的第二聖

殿為大。有新約學者指出，這興建了四十六年的聖殿已然不再見證上帝，而是高舉權

勢、經濟與商業的網絡，而祭司因依著權勢，以致窮人受欺壓。由此看來，耶穌所要

斥責的，乃是這種經濟與成功的化身，也就是在背後操縱的希律家族與同流合污的大

祭司家族和權貴。 

耶穌引用了《耶利米書》七 5－11，指斥聖殿在這種情況下，不單沒有「施行公平 …」

（耶七 5－6），反倒變成了剝削弱小、欺壓貧窮的「賊窩」（17）。由此看來，耶穌

所斥責的，並不僅僅是在聖殿裡的喧嚷，卻是背後所代表的權勢與不公。 

  

反        省 

            令人惋惜的是，福音書所記載的「聖殿」竟然是一個如此糟糕的宗教場所。值

得我們思想的是，當權勢、地位與才幹等被看為重要、並且成為我們所倚仗的東西時，

我們的「教會」是否也變成了一個這樣的地方 ── 一個高舉權勢、地位，並個人的才

幹，以致上帝儼然不再成為教會的「元首」；教會 ── 卻竟然只在乎「我們」呢？ 

 

 


